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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零售價:

優惠價

$4,698
建議零售價:�$6,398

電腦及相片打印機

智能電視及VR虛擬實境裝置

*另有512GB SSD & NVIDIA® GeForce® MX250 顯示卡版本

$2,480
建議零售價:�$2,900

$880

優惠價

優惠價

建議零售價:�$1,288

建議零售價:�
$6,499

建議零售價:

建議零售價:

‧Intel® CoreTM i5-8265U
‧8GB / 256GB SSD
‧14” 屏幕
‧Windows 10
‧3年本地自攜保養 (首1年國際自攜保養)

Acer�Swift�3�SF314�

‧Intel UHD Graphics 600
‧Intel N4100 Processor 
    (quad-core 1.1 GHz, up to 2.4 GHz)
‧4GB DDR4 / 64GB SSD
‧Windows 10

ZOTAC�ZBOX�CI329�nano

‧即時打印手機及社交媒體照片
‧內含10張HP Sprocket plus ZINKTM 相紙片
    及 Hello Kitty 磁石相片框
‧隨時隨地打印2.3x3.4吋相片連貼紙

(送HP Sprocket Plus 專用相紙(20張))

‧純晶透色彩技術，影像更逼真細緻
‧One remote遙控器，簡易操控
‧Bixby智能助手，助你迅速尋找資訊

‧支援Airplay2
‧4K HDR10+ 支援，精確優化每一個場景

‧UHD 智能電視
‧四核心處理器
‧4K Active HDR (HDR 10 Pro, HLG)

‧DTS Virtual:X
‧IPS 4K 屏幕

HP�Sprocket�Plus
(Hello�Kitty�45周年特別版)

Samsung�RU7400�4K�UHD�智能電視

LG�UM7400�4K�智能電視
‧2880 x 1700高解像度
‧inside-out追蹤技術
‧六個相機感測器
‧安裝快速、簡單，接上VR-ready電腦即可使用 

HTC�VIVE�Cosmos

$9,948
建議零售價:�$13,480

‧Intel® CoreTM i7-8550U
‧8GB DDR4 / 512GB SSD
‧13.3” 屏幕
‧Windows 10

Samsung�Notebook�9�Always�
(NP900X3T-U01HK)

43” -  $5,380
50” -  $6,780�
55” -  $11,980

43” -  5080
49” -  6580
55” -  8980

‧4K HDR (高動態範圍) (HDR10 / HLG) 
‧TRILUMINOSTM Display 色彩提升
‧MotionflowTM XR 200 Hz暢動流技術
‧Edge LED (43" & 49") 及Direct LED (55" & 65") 背光模式 

Sony�X7000G�4K�智能電視

43” -  $5,090�
49” -  $5,990
55” -  $7,190�
65” -  $13,990�



$4,298
建議零售價:�$5,078 $2,050

建議零售價:�$2,380

$1,480
建議零售價:�$1,680

$348
建議零售價:�$680

$1,388
建議零售價:�$1,998

$2,399
建議零售價:�$4,388

$2,680
建議零售價:�$2,980 $588

建議零售價:�$698

潔淨家居之選

‧5項檢測功能：二氧化碳，甲醛、
    懸浮粒子(PM2.5)、溫度及濕度
‧有助過濾甲醛及異味
‧H12等級HEPA濾芯
‧LIFAair手機App可遠距離控制

LIFAair�
空氣淨化器LA352�
(送額外HEPA濾網) ‧內置質素傳感器，顯示空氣質量

‧隨機配備KILL VIRUS殺菌濾芯，
   有助滅殺病毒，用者亦可另配不同的濾芯
‧適用範圍：35-50 平方尺

PPP
嬰兒專用空氣淨化機

‧有助減低乙醛、香煙味、寵物氣味和VOC等異味
‧採用HEPA濾網，能有效去除塵埃及PM2.5微細
    懸浮粒子，抑制花粉及霉菌等致敏原

FUJICO�BlueDeo
光觸媒除菌空氣淨化機
(MC-S1)

‧殺菌：有助消滅病毒和細菌，
    如 H5N1、H7N9、H1N1等 
‧除臭：有效地清除有味氣體，
    如甲醛、氨氣、苯等  
‧適用範圍：10 平方米

Plasmachaser�Dr.�Pebble
等離子空氣抗菌機V3

‧Air force™ 旋風式塵埃分離技術
‧Power Slim Vision™ 高速吸咀每分鐘達6500轉
‧輕易轉換地板及手提兩種清潔方式
‧輕鬆清潔，無須長按按鈕

Tefal
X-Pert�Essential�360
無線直立式吸塵機
(TY7329) ‧無線設計，減少空間中的阻礙

‧4段清潔玻璃技術
‧辨別窗戶的尺寸和形狀，選擇最智慧的路徑
‧雙重安全裝置
‧遙控器控制

Ecovacs�Winbot�X�
無線抹窗機械人�

‧吸塵拖地及空氣淨化二合一
‧過濾清潔淨化 4步曲：(1) 可水洗3D空調級
   濾網過濾顆粒、皮屑及毛髮等 (2) HEPA濾網過濾細菌、
   粉塵等(3) UV殺菌燈消毒地板 (4) 負離子淨化空氣
‧內置智能規劃家位系統，自動記憶已清潔位置及規劃最佳清潔路徑

Moneual�P11
負離子UV吸塵拖地機械人

‧兩段式無塵袋旋風氣流過濾系統
‧附車用插頭，方便於車內使用 
‧集塵箱容量 : 0.5L 

Philips
手提吸塵機�
(FC6149/61)



$690

以上優惠只適用於與Hong Kong Telecommunications (HKT) Limited (「HKT」)合作之企業員工購買；欲享有以上優惠必須致電指定之企業員工優惠專線；購買時必須提供有效之員工証及員工資料；每人只限購買
兩件同款產品；購買滿HK$300或以上(只限同類別產品)可享有免費送貨服務(沒有升降機服務之樓宇及偏遠地區除外(東涌、機場、離島))；有關產品資料、保養期、換貨政策及其他詳情，請與指定之企業員工優惠
專線職員查詢；圖片只供參考，產品以實物為準；如有任何爭議，HKT保留最終決定權。HKT並非上述產品的生產商及不會對該等產品的質素作出任何陳述或保證，且將不會承擔該等產品引起或與該等產品有關的
任何責任。本條款及細則的中英文版如有任何差異，一概以英文版為準。以上優惠之優惠期由即日起至2020年2月10日(包括首尾兩天)。產品數量有限，售完即止。#客戶須購買指定Smart Living產品(包括指定智能
電視，桌上電腦/手提電腦/平版電腦/打印機、智能電子產品，詳情請向銷售員查詢)(統稱「指定產品」)滿HK$500(以單一發票計)，即可以優惠價換購以下其中一份禮品：以HK$69換購Built保溫杯(藍色/金色)一隻
(建議零售價HK$199)或HK$309換購德國寶迷你陶瓷暖風機一部(建議零售價HK$480);購買指定產品滿HK$1,500(以單一發票計)，即可以優惠價換購以下其中一份禮品：以HK$39換購Now E英超及西甲賽事1個月
通行證一個(建議零售價HK$178)或HK$649換購Bruno多功能電熱鍋一個(建議零售價HK$998)。禮品數量有限，換/售完即止。每張合資格發票只限選擇換購其中一份禮品。若客戶因任何原因取消Smart Living產
品訂單，已換購的禮品將不能被退回，HKT將從退款中扣除已換購的禮品的建議零售價與其優惠價之差額。以上所有優惠及禮品須受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向銷售員查詢。+HKT延長保養服務受有關條款約束，
請致電2888 3238查詢詳情。▲須於有效期內使用，有效期請見封套。1個月通行證由Now E提供，並受相關之一般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瀏覽www.nowe.com。

冬日窩心小家電

建議零售價:�$820

$318
建議零售價:�$398

$730
建議零售價:�$1,080 $338

建議零售價:�$428

‧一鍵煲水、燉煮、隔水燉及保温
‧700mL容量，適合1-2人，輕巧方便
‧靈活調節時間、温度
‧附送隔水燉不銹鋼燉盅
‧食品級304不銹鋼材質

‧可掛鈎、掛牆及座檯使用
‧兩段暖風模式配合吹風功能
‧配備可拆式金屬架，
   供晾掛或烘乾毛巾或小衣物
‧適用於浴室、嬰兒房及辦公室等

‧符合IP21防水設計，適用於浴室 
‧恒溫器及防霜設定
‧2段風力設定
‧涼風功能 

‧三級設置調整霧速，缺水會自動斷電
‧最長使用12小時
‧低噪音設計，適合睡眠時使用

德國寶移動浴室寶 Tefal�暖風機

德國寶便攜燉湯壺 POUT�NOSE3
超聲波加濕器

(SE6510)(HTW-220)

(KTM-104)








